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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格处罚成都万年医院
成华区卫计局通报：该医院确有在手术过程中增加项目情况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四川
联销“3D”第2016356期开
奖结果：125，单选941注，单
注奖金 1040 元，组选 3，0

注，单注奖金346元，组选6，2179注，
单注奖金173元。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七
乐彩”第2016153期开奖结果：基本号
码：30、23、20、09、04、13、11，特别号
码：28。一等奖1注，单注奖金1446570
元。二等奖6注，单注奖金34442元。奖
池累计金额0元。备注：以上信息以开
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电脑型中国体育彩票
全国联销“排列3和排列
5”第16356期排列3直选
中奖号码：180，全国中奖

注数6583注，单注奖金1040元；排列5
中奖号码：18080，全国中奖注数80
注，单注奖金10万元。●中国体育彩
票超级大乐透第16153期开奖结果：
前区13 18 25 29 35 ，后区03 11，
一等奖0注，每注奖金0元，追加0注。
二等奖59注，每注奖金160380元，追
加21注，单注奖金96228元。

兑彩票

今日
尾号
限行 4 9

成都 今日 多云 6.5℃~12.1℃
北风 1~2级
明日 多云 6.5℃~12.5℃
北风 1~2级

（据成都市气象局客户端）

2016美食之都
成都火锅文化月启幕

昨日，以“吃成都火锅，当盘成都人”
为主题的2016美食之都成都火锅文化月
在宽窄巷子正式拉开帷幕，这也是我市
首次举办火锅文化月的活动。据了解，本
次成都火锅文化月将持续18天，延续至
2017年1月15日。

启动仪式上，100家成都知名火锅
企业负责人齐聚宽窄巷子东广场，与
各界嘉宾共同开启了本次2016美食之
都成都火锅文化月活动。活动现场不
仅有九大火锅名店的授牌仪式，在展
示区域还有来自9家成都名店的火锅
名宴展、5家火锅品牌文创联展以及火
锅辅料展。联展上，用火锅底料凝固的

“熊猫”、用肉片堆起来的“龙船”，造型
各异，精美绝伦的火锅菜品吸引了众
多的游客前往驻足观看。

为让更多人感受到成都火锅的魅
力，火锅文化月不仅将邀请李伯清、石
光华、彭子渝、王铮亮等多位川籍文化
名人、明星加入到对外传播成都火锅
独特魅力的“方阵”当中，更会为在元
旦小长假期间来蓉的省外游客送上惊
喜大礼：只要凭机票和身份证，就能够
在成都上千家火锅门店享受至少8折
的优惠。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尹沁彤

昨日，成都市交管局车辆管理所
发布机动车上户新规：从2017年1月1
日起，成都市将严格按照国五排放标
准办理轻型汽油车、重型柴油车（仅含
客车和公交、环卫、邮政用途车）的新
车上户业务，不达标的新车将不能办
理上户业务。

市交管局车辆管理所检验科副科长
周向东介绍，实施上户新规，目的是为了
严格控制机动车排气污染，改善大气环
境质量。新规实施将分为3个阶段：

第一阶段：2017年1月1日起，包含绝
大部分私家车在内的轻型汽油车、重型
柴油车（仅含客车和公交、环卫、邮政用
途车）的新车上户业务，将严格按照国五
排放标准办理，不达标的新车将不能办
理上户业务。

第二阶段：自2017年7月1日起，所有
重型柴油车办理新车上户，必须符合国
五排放标准。

第三阶段：自2018年1月1日起，轻型
柴油车办理新车上户，也必须符合国五
排放标准。

此外，二手车维持原政策不变，“申
请办理转入登记的机动车，业务办理相
关政策不变。”周向东介绍，省外、省内转
入成都的二手车需要符合国四及以上排
放标准，而市内过户二手车则不受排放
标准限制。

在2016年12月31日前购买的非国
五标准的新车，因特殊原因在2017年1
月1日后办理上户手续的，以购车时销
售发票上的时间为准，按照原有的符
合国四及以上排放标准办理。交警部
门提示，市民在购车时应主动向销售
企业了解预购车的具体排放标准，或
通过查询合格证、拨打成都市环保局
咨询电话61359757、登录机动车环保
网等方式查询预购车辆是否达到国五
排放标准。 成都商报记者 张肇婷

买车注意啦！

元旦起成都新车上户
执行国五排放标准

关于手术 >>
确有增加项目情况
责成医院自查整改

昨日下午，成华区卫计局向成
都商报记者通报了对“成都万年医
院手术台上加项”的事件调查处理
情况。

通报表示，经过调查，成都万
年医院确有在手术过程中增加项
目的情况存在，成华区卫计局对医
院负责人进行了警示约谈，责成医
院全面自查整改，妥善解决患者投
诉问题。“目前，医院已对当事医生
进行了辞退处理，并对泌尿科进行
了停业整顿，退还了患者因增加手
术项目所产生的全部手术费用。”

医院存在两大违规情况
罚款3.5万元

同时，卫计部门发现，一方面
成都万年医院在医疗质量管理过

程中，未建立术前讨论制度，“依据
《医疗质量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对其实施罚款三万元的顶格处
罚。”另一方面，成都万年医院在开
展泌尿外科手术使用的医疗器械
消毒不符合国家有关规范，“依据

《消毒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对其
实施罚款五千元的顶格处罚。”

此外，卫计部门还将对成都
万年医院存在的不良执业行为记
分。相关人士向成都商报记者表
示，成都万年医院今年曾因为不
规范开具抗生素被扣1分。“若不
良记分达到12分，将把该医院纳
入黑名单。”相关人士表示，进入
黑名单后，会面临1至6个月的整
改，整改若没通过，医疗机构最高
会面临被注销的处理。

昨日下午，成都万年医院内人
并不多，院内墙上“专家团队介绍”
上，当事的王医生的照片以及介绍
已经被移除。“王医生已经被我们

辞退。”院方表示。

关于“黑电台”>>
被指在“黑电台”打广告
昨日“黑电台”已停播

另外，日前有市民向成都商报
记者反映，成都万年医院的广告出
现在“黑电台”中。前日，成都商报
记者驱车前往市内多处，均能接收
到来自“黑电台”的“成都万年医
院”男科广告，记者也将该情况反
映给了成都市无线电管理委员会
办公室。昨日上午，成都市无委办
相关负责人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当
天“黑电台”已经全面停止播音。

关于医院牌子 >>
元旦前须拆除
含“四川省第二中医医院”标识

27日，四川省第二中医医院

也表示，已要求成都万年医院停
止使用“四川省第二中医医院联
盟万年医院”的名称。

不过，昨日下午4时许，成都
商报记者再次来到成都万年医
院时，“四川省第二中医医院 万
年 医 院 ”的 标 识 仍 在 医 院 门 头
上。几乎与记者同时，四川省第
二中医医院相关部门负责人也
来到成都万年医院。该负责人告
诉记者，他们已经三次向成都万
年医院发纠正函。

“今天我们过来，就是要求成
都万年医院尽快拆除包含‘四川
省第二中医医院’的标识。”他表
示，标识包括医院大门门头上的

“四川省第二中医医院”的字样以
及“四川省第二中医医院联盟万
年医院”的牌子。“要求对方在元
旦前拆除，期间我们也会过来查
看监督。”

成都商报记者 彭亮

12月21日晚，成都高新区
雅和南一路中德英伦城邦1栋1
楼大厅，20余位业主正在开会，
拟对“会所改医院”一事进行维
权，突然10余名戴着口罩的男
子，手持棍棒混冲了进来，对着
他们一阵乱打，致多名业主受
伤。此事引发全社会强烈关注，
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昨日，成都市房管局发布
《关于对成都中德红谷投资有
限公司违规行为处理情况的通
报》，认为涉事楼盘的开发企业

“成都中德红谷投资有限公司”
已多次引发纠纷事件，严重扰
乱了我市正常的房地产市场秩
序，并给出了扣减信用积分、关
闭其旗下另一个项目“中德·英
伦世邦”的商品房买卖网络合
同签约系统等4条处理措施。

根据此前相关部门的调
查，发生殴打业主行为的中德
英伦城邦小区，其开发建设单
位为成都中德红谷投资有限
公司，系该小区商铺的所有权

人，同时也是拟开设医院的四
川华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
股东，两家公司的法人均为汪
某。成都中德红谷投资有限公
司在未能充分与持不同意见
业主沟通达成一致意见的前
提下，向相关部门提出了利用
自有商铺开设医院的申请，引
发了业主聚集维权。在业主集
体维权时，公司职员丁某擅自
组织人员，采取非法手段人为
关闭了涉事区域的监控设备，
冲击、殴打维权业主，侵犯了
业主的合法权益，扰乱了我市
正常的房地产市场秩序，造成
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

“自2016年9月以来，成都
中德红谷投资有限公司在开发
经营过程中，违反了《成都市商
品房预售网上签约暂行规定》
等政策法规的规定，多次引发
纠纷事件，严重扰乱了我市正
常的房地产市场秩序，造成了
严重的社会负面影响。”市房管
局表示，为进一步规范我市房

地产市场秩序，经研究，决定对
成都中德红谷投资有限公司作
如下处理：一、在全市范围内
进行通报批评，予以信用记减
15分；二、继续关闭“中德·英
伦世邦”项目的商品房买卖网
络合同签约系统；三、继续暂
缓办理成都中德红谷投资有
限公司在成都后续项目的预
售许可；四、严肃查处项目预
售资金使用情况。

市房管局表示，希望全市
房地产开发建设单位引以为
鉴，进一步增强法制观念和守
法意识，切实做到依法经营、诚
信履约，共同维护好我市房地
产管理市场秩序。市房管局将
会同市发改、工商、建设、规划
等相关部门按照《成都市人民
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成都市房
地产市场秩序专项整治行动方
案的通知》（成办函﹝2016﹞158
号）的规定，加强房地产市场秩
序整治，确保成都市房地产市
场平稳健康发展。

殴打业主的开发商栽了！
四记重拳“狠治”成都中德红谷公司

成都商报讯（记者 叶燕）《高新区全
域公共交通规划（2016-2020年）》日前出
炉，一张立体交通网络生动呈现。根据《规
划》，高新区将构建多形态、大容量、无缝
化的立体公交系统——公交网线密度达
到4公里/平方公里，公交线路达到185条，
出门500米内找到公交站点，同时实现常
规公交与轨道交通的“无缝衔接”，居民在
地铁站150米内就能换乘公交。

《规划》确定了新区轨道交通为主
体，常规公交为基础，客运交通枢纽为
衔接的公共交通建设方向，构建多形
态、大容量、无缝化的立体公交系统。

《规划》还将加密公交线路，未来五年高
新区加快建设有轨电车、BRT快速公
交，使公共交通层次更加丰富。

2018年，高新南区将建成运营地
铁1号线、地铁7号线；到2020年，地铁5
号线、地铁6号线、地铁9号线一期、地
铁18号线一期也将相继建成投运，高
新南区地铁线路长约65公里。同时，高
新西区还将建成地铁6号线。根据《规
划》，BRT快速公交即将在高新区开建，
新增剑南大道快速公交和红星路快速公
交。益州大道有轨电车项目也在规划待
建中。2018年，IT大道有轨电车将建成通
车，设置站点多达46个，高新西区内的站
点就有18个。

根据《规划》，近中期，高新南区新
增16条公交线路，高新西区新增10条公
交线路，优化后高新区公交线路数量提
升至185条。2020年，高新区公交线网密
度将提升至4公里/平方公里。

《规划》显示，未来高新区在常规公交
和轨道交通的衔接设置上将大有作为。
一方面，调整现有公交线路，新增公交站
点，进一步实现地铁站点150米范围内设
置公交站点的目标。另一方面，延迟部分
公交线路的收车时间。根据地铁发车频
率，10余条公交线路都将严格按照高峰
时段发车频率不超过5分钟的原则发车。

高新区全域公共交通规划出炉
150米内公交地铁“无缝衔接”

躺在成都万年医院手术躺在成都万年医院手术
台上的丁先生正接受包皮手台上的丁先生正接受包皮手
术术，，却被医生告知需要临时却被医生告知需要临时
增加手术项目增加手术项目，，他只好同意他只好同意。。
此事经成都商报报道后此事经成都商报报道后，，成成
华区卫计局介入调查华区卫计局介入调查（（成都成都
商报近日连续报道商报近日连续报道）。）。

昨日昨日，，成都商报记者获成都商报记者获
悉悉，，成华区卫计局调查发现成华区卫计局调查发现，，
成都万年医院确有在手术过成都万年医院确有在手术过
程中增加项目的情况存在程中增加项目的情况存在。。
同时同时，，对于成都万年医院在对于成都万年医院在
医疗质量管理过程中未建立医疗质量管理过程中未建立
术前讨论制度术前讨论制度，，实施罚款三实施罚款三
万元的顶格处罚万元的顶格处罚；；对于成都对于成都
万年医院在开展泌尿外科手万年医院在开展泌尿外科手
术时使用的医疗器械消毒不术时使用的医疗器械消毒不
符合有关规范符合有关规范，，实施罚款五实施罚款五
千元的顶格处罚千元的顶格处罚。。此外此外，，对成对成
都万年医院存在的不良执业都万年医院存在的不良执业
行为扣分行为扣分。。

《手术中途 医生停下告知他：要加项目》

退钱
成华区卫计局通报，经调

查，成都万年医院确有在手术
过程中增加项目的情况存
在，该局对医院负责人进行
了警示约谈，责成医院全面
自查整改。“目前，医院已对
当事医生进行了辞退处理，并
对泌尿科进行了停业整顿，退
还了患者因增加手术项目所
产生的全部手术费用。”

罚款
成都万年医院未建立术

前讨论制度，对其实施罚款
三万元的顶格处罚；在开展
泌尿外科手术使用的医疗器
械消毒不符合国家有关规
范，对其实施罚款五千元的
顶格处罚。

记分
卫计部门还将对成都万

年医院存在的不良执业行为
记分。“若不良记分达到12
分，将把该医院纳入黑名
单。”进入黑名单后，会面临1
至6个月的整改，整改若没通
过，最高会面临被注销处理。

■■在全市范围内进在全市范围内进
行通报批评行通报批评，，予以信予以信
用记减用记减1515分分；；

■■继续关闭继续关闭““中德中德··
英伦世邦英伦世邦””项目的商项目的商
品房买卖网络合同品房买卖网络合同
签约系统签约系统；；

■■继续暂缓办理成继续暂缓办理成
都中德红谷投资有都中德红谷投资有
限公司在成都后续限公司在成都后续
项目的预售许可项目的预售许可；；

■■严肃查处项目预严肃查处项目预
售资金使用情况售资金使用情况。。

一手制造“网传一次性购
房60套”事件、搅乱我市房地产
市场秩序、殴打维权业主……
短短三个月时间内，这是成都
中德红谷投资有限公司第二次
登上成都市房产管理部门的黑
名单。

成都商报此前曾报道，今
年9月，这家开发企业就曾因

“网传一次性购房60套”事件，
在我市引发较大的社会影响，
严重影响了我市房地产市场秩
序，被市房管局认定为“存在涉
嫌散布不实信息、制造市场紧
张气氛”等违规行为，并给予了
系列重处。

成都商报记者梳理发现，
当时市房管局就依据《成都市
商品房预售网上签约暂行规
定》中的相关条例，对该公司
予以立案调查，在调查期间，
不仅关闭项目商品房网签、暂
停销售，暂缓办理成都中德红
谷投资有限公司在成都后续
项目的预售许可，还取消了

“中德·英伦世邦”项目参加10
月3日至10月7日举办的成都
市第48届秋季房地产交易会
资格。

市工商局还组织执法人
员对“中德·英伦世邦”项目的
销售接待中心进行现场检查，

发现成都中德红谷投资有限
公司以及其关联公司成都新
元素置业有限公司，在销售宣
传过程中分别涉嫌违反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和《房
地产广告发布规定》的相关规
定。市工商局随后分别依法对
上述两家公司进行了立案查
处，依照法律程序对上述两家
公司予以顶格行政处罚。

两个多月后，因为旗下楼
盘发生殴打维权业主事件，成
都中德红谷投资有限公司再次
令自己的名字成为整个房产行
业的热词。

成都商报记者 辜波

成都商报26日报道了在手术过程中，成都万年医院医生停下告知患者要加项目一事


